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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由王宝社编剧兼导演，李红梅主演，云南省
话剧院演出的话剧《桂梅老师》，内心里被一种崇敬
加怜惜的强烈情绪激荡着。这是又一部英模题材的
话剧作品，而在当今的中国戏剧舞台，以英模为题材
的创作已成为某种习惯性的指令和选择，但往往由
于同质同构等的原因，所推出的剧作真正可以称为
成功者占比并不算多。《桂梅老师》上演以来却受到
了观众和专家学者一致的赞誉，则必有其独特与精
彩之处。

剧作的主人公张桂梅是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
级中学书记、校长，华坪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先后获
得“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感
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等一系列荣誉称号，并在
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被党中央授予仅有29人荣获
的“七一勋章”。对于这样一位身上似乎闪耀着金光，
享有极高荣誉的人物，在戏剧舞台上如何进行生动
的刻画和展现，显然是一件有着极高难度的事情。我
们欣喜地看到，身兼编剧和导演双重艰巨任务的王
宝社，是积12年对桂梅老师的敬意与情感，通过长
久的了解、酝酿与构思，最终从采访到的460多个故
事中，精选桂梅老师在华坪女高任教获得“十大女
杰”荣誉、担任孤儿院院长、建立华坪女子高中免费中
学这三个主要事件，在此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难以想
象、震撼人心的困境与磨难，来竭力深挖体现桂梅老
师身上伟大的悲悯之心、同情之心、感人之心、回报他
人之心，作为她的性格底色和形象基调，以揭示这个
人物即使面临重重险阻，也“要让爱良性循环”“在人
群当中春风化雨般传递”的精神核心，从而使一个血
肉丰满、情感灼烫、掷地有声的张桂梅形象，平凡却高
耸地、极富戏剧张力地立在了舞台之上。

值得称道的是，剧作在艺术表现上采用了叙述
体的形式来构剧，即由12位演员既担负着宣讲者的
角色，对张桂梅的事迹、个性与贡献的意义与价值，
直接、精辟而又醒豁地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评介，
而张桂梅与之进行的颇有意味和深度的抵牾、质疑
与叩问，则揭示出主人公在评价面前的自我认知和
高度清醒，在言行举止之中反映出这个人物求真求
实、不尚虚名空谈的性格特征。剧作又根据剧情的需
要，让这些宣讲者分饰和扮演剧中的各种角色，如张
桂梅的同事、学生以及家长、干部、农夫、司机、民警、
犯人、狱警、桂梅丈夫、自杀者、放羊女，及剧情的推
进者和渲染者等，所要讲述的故事，所要呈现的场
景，都在演员的身份转换中快速而自然的完成。虽然
这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厚重的戏，但看起来并不显得
长，秘诀正在于剧中人物角色与空间的迅捷切换，使得剧作叙
述的当下以及桂梅老师一路走来的年代，张桂梅生活过甚至

“她的思绪到过的地方”，皆以往事重演和时光穿越的“剥洋葱”
的方式展示出来，既十分灵动又意味深长，且使剧作具有了一
种较为别致特殊的艺术样貌。

剧作以此为叙事框架，通过一系列沉甸甸的、直抵人心的
情节，来讲述一个怎样的张桂梅：她梦想让大山里上不起学的
女孩能够通过免费读书改变命运，便在火车站拉起横幅为刚
建立的华坪女高募捐，却被人以为是行骗而遭到误解和耻笑，

仍克服重重困难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
她以极大的爱心建立起了孤儿院，为从孩子的心理健
康出发将其命名为“儿童之家”，并亲自担任免费院
长，成为百余名孤儿心中的“妈妈”；不忍心孩子喝兑
水酸奶而一下子买了四箱酸奶给她们喝；她在参加茶
话会时带上个大提包，会议结束后把桌子上的花生糖
果统统装进口袋，拿回去给孩子们吃好让她们长“个
儿”；为了把上级给的钱补贴孩子伙食，竟在无意间穿
着有破洞的裤子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而引起记者
关注、质疑乃至敬重；她面对17岁的女孩就要辍学嫁
人，以及因陌生人拉一下衣袖导致夫妻二人服毒自杀
的愚昧，所表现出的愤懑与恺切；她用智慧在狱警的
帮助下，使8岁的孩子与因不堪家暴而挥刀杀夫入监
的妈妈，借生日蛋糕的递取重拾亲情；她欲提前预支
自己的丧葬费用于学校的开支，是多么匪夷所思却又
很符合人物行为逻辑的举动；面对办学之初没厕所、没
食堂、没保安、没围墙，17个老师9个辞职，家长也逼着
孩子退学的困难局面，绝望之中的她想到了死，甚至写
下“遗书”，反映出这位英模人物自身的弱点；但她发现
剩下的老师队伍中有6名党员，便想到“我有6个党员，
我怕啥呢……”且在眼前浮现出江姐的形象，生出“一个
党员就是一个阵地”的念头，她带领6名党员重温入党
誓词，是如此悲壮而又震撼人心；她虽然身患数十种
疾病，甚至濒临死的威胁，有亡夫无子之憾，但以极
大的意志和毅力坚持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她内心
慈悲与行为果决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既被敬称为

“大魔头”又被昵称为“妈妈”，她的形象正是那片苦
难与希望并存的热土上，孕育、诞生和盛开的绚丽之花。

这是一部直面人生的惨淡与追求、温暖又扎心的
戏，其通过英模人物的底层化、戏剧化、艺术化叙事，
将其演绎成类似武训式、苦行僧式的办学传奇，在屈
辱与困境中逐渐显示出人物行动与灵魂上的真正崇
高。从人物之口道出的“愿意做的事就不苦”“上不起
学的孩子，能捞一个是一个”的心声，表明这位脚踏实
地、浑身疾病的桂梅老师，是一个心灵真正健康美好
的人物，是一个命运特别悲摧，性格特别坚忍，浑身闪
耀光亮的人物。她的光芒照亮了这个世界和人心，如
她的行动感动了那些顽皮的学生：“我们暗暗发誓，再
也不调皮，再也不懒散，一定用最好的成绩，给老师最
好的报答！”在一个漆黑的深夜，她带小萝卜头看病回
来，送他们的出租车司机没要钱就走了。一位县领导
深情地对张桂梅说：“我们绝不能捧着您的骨灰盒来
赞美您，我们华坪县再穷也要赶走您身上的病魔！”可
以说她播撒出去的是无疆的大爱，社会回馈她的是大

爱的无疆，所实现的是“让爱良性循环”的伟大初衷与愿景。话
剧将“爱”作为英模人物心灵与行动的支点，寻找和再现了英模
人格力量与情感的熔点，对观众的灵魂进行了净化和洗礼，使
之成为一部表现英模人物的不可多得的话剧佳作。在剧中饰演
张桂梅的李红梅，堪称形神兼备、几可乱真，连张桂梅本人见到
她时，都忍不住称她为“桂梅老师”，而不叫她本名“红梅”，说明
张桂梅对这部戏、对人物塑造上的高度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
如何把英模人物刻画得真实生动，令人服膺，话剧《桂梅老师》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和效法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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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王宝社编剧，王宝社、常浩导演，李红梅主演，云南省
话剧院、云南省戏剧家协会联合出品的话剧《桂梅老师》近期
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该剧围绕“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的
人生经历，通过探索其“来时的路”为牵引，讲述一代楷模将
身心投入民族地区教育事业，以师道之美培根铸魂、启智润
心的故事，真实展现了山村教师的坚忍执着和无私大爱。该
剧在精神高度、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方面积极探索，为英模
题材话剧的创作提供了新经验。

讴歌时代精神，为先进典型树碑立传，是文艺创作的题
中应有之义。《桂梅老师》为新时期脱贫攻坚大潮中的乡村教
师传神写貌，鲜明体现了当前文艺工作的时代方向，而以话
剧形式将桂梅老师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向社会传递正能
量，亦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剧情从宣讲队探讨时代英模“来
时的路”为引子铺展开来，通过回溯人物成长的关键节点，展
现了张桂梅40余年扎根云南山区的奋斗历程。剧中的桂梅老
师既是“明镜”，也是“心灯”。她的人生经历如一面镜子，折射
出善恶美丑、人情冷暖、时代变革。从发现贫困地区“蒙昧”导
致的种种家庭悲剧，到建立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实现

“教育好一个女孩改变三代人命运”的理想；从四处奔走募捐
遭受奚落质疑，到接受记者采访，引发全国关注；从学校师生
一度流失面临关闭，到带领党员教师坚守一方阵地、改善一
方水土、滋养一方人民……编剧从细处出发勾画出张桂梅的
人生轨迹，剧情并未局限于人物自身的“小悲欢”，而是通过
其内心成长的点滴来展示“大情怀”和“大世界”。在反映时代
变革的同时，张桂梅的人性光辉亦如一盏心灯照亮了大山学
子的追梦之路。该剧通过同事、学生等的回忆，搭建起多个舞
台时空，艺术地叙述了桂梅老师拖着病体坚守教育战线、自
掏腰包资助贫困学生、用知识改变山区女孩命运等一系列感
人事迹，其在苦难与磨砺中不放弃高远的人生理想和教育理
念，深刻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师道之美和中国共产党人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

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塑造真实可信、有血有肉

的典型形象一直是英模题材话剧的创作重点和难点。《桂梅
老师》通过巧妙的戏剧结构和戏剧冲突，在不断的破与立、反
思与重塑中探寻人物内心深处的精神世界。一是以“路”的意
象串联起宣讲队对桂梅老师“初心”的探索，舞台上的12人分
饰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学生、儿童福利院的孩子、妇联的同
志、新华社的记者、学校的同事等，他们从各自的独特视角讲
述对桂梅老师的记忆，以多角度叙事还原张桂梅从教的人生
之路，正所谓“说清了路也就说清了人”。二是通过戏剧冲突刻
画人物形象，且这种戏剧冲突不仅体现在“戏中戏”的事件之
中，更体现在层层递进的戏剧结构展示的人生之间。每当众人
对桂梅老师的歌颂进行到形而上的思辨的关键时刻，张桂梅形
象便会适时出现，打断、消解众人赋予她的“神性”：“你们说的
不对”，“赞美多了就会忘了来时的路”，“宣讲可以，但必须把我
当人”……由此，引导观众不断反思、追问并贴近她的真实形
象，回归对其“人性”的深刻思考。全剧结尾处，张桂梅将自己
的师道归结为“爱”，且不是她孤军奋战的小爱，而是无数人
汇流到一起的“大爱无疆”。宣讲人看到的、讲述的都是她遭
受的磨难和挫折，但张桂梅自己回忆的则都是别人对她的关
爱和善意，乡亲的支持、领导的鼓励、社会的捐助，都让她铭
记心怀，感动不已。众人探寻她的来路，把它归结为信仰，张
桂梅则进一步把这种信仰归结为华坪县的“热土”和人民培
育的结果，是人民的爱让她坚定不移地走这条路，是众人凝聚
起来的“大爱无疆”让她“倾尽全力，奉献所有，九死亦无悔”。至
此，人物的知、情、意、行得到真实而完美的统一，并以独特的艺
术魅力将张桂梅的人性与师道、崇高与平凡展现在观众面前。

《桂梅老师》审美化、艺术化地诠释了张桂梅的成长历程
和精神世界，塑造了以仁爱之心传师道之美，以自强不息和
厚德载物培根铸魂，以理想信念筑民族之根的新时代乡村教
师的典型形象，是一部致敬当代人民教师的优秀作品。当然，
该剧在戏剧结构的逻辑衔接、部分情节设计和台词的推敲方
面，尚有提升打磨的空间。

祝《桂梅老师》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

师道之美师道之美 启智润心启智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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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人之模范也。”一个人遇到人师是人生
之幸事，一个民族拥有人师是民族的希望。扎根边
疆教育一线40余年的张桂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深
刻而生动地诠释了当今渐渐被人淡忘的师德师风
和共产党员的初心永驻。虽然她患有23种疾病，随
时可能夺去她的生命，但她坚守滇西深贫山区教育
数十年，推动创建了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迄
今帮助近2000名女孩圆梦大学。她还是华坪儿童
福利院100多名孤儿的“妈妈”。在工作中，她尽职
尽责，不论山路崎岖常年坚持家访，行程近13万公
里。在生活中极其简朴，对自己非常“抠门”的她却
把省下的工资和奖金捐出来，用在教育和孩子身
上。就是这么一位敢想敢干敢付出的普通女教师，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抚慰了孤儿、教育了学生，信服
了家长，触动了同行，甚至感动了全国。虽然在行动
过程中，有过难以想象的苦难，内心更有过激烈的
思想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在造福一方百
姓面前，这一切都化入崇高之中。

张桂梅虽然不是生在云南，但却为了这片接纳
她的热土无私奉献。她是人民的女儿，更是中国人的
骄傲，是值得从不同角度去书写的。立于祖国西南边
陲，高举现实主义创作大旗的云南省话剧院于2009
年便关注并创演了有关张桂梅的短剧《感恩的心》。
这次新创、演出的《桂梅老师》站在了今天时代的思
想和审美高度，打造了一台结构新颖、形象感人、高
视阔步、思想精深、诗意盎然、动人心弦的好戏。

在评价这部剧之前，让我们从美学开始，来听听观众看
完戏后的心声，探求一下这台英模话剧在观众当中激起了
怎样的审美效应。一位教师看过后说：“作为党员，作为教
师，第一次被入党誓词感动落泪。这是一位极其真实的老
师，不想要那些至高无上的赞誉，只想踏踏实实做事。病重、
脾气也大，韧劲也大，大爱也大。始终做着爱的事业，对于自
己得到的爱也始终难忘。她说所有的爱加起来才能大爱无
疆。这个世界因为她的爱，增添了太多的美好色彩。”一位普
通观众说：“话剧《桂梅老师》也算是说尽人间辛酸了。一个
好女孩至少成就三代人，中国多几个桂梅老师，那该多好！
很多时候做好事不是为了图回报，是因为来自内心的良心
呼唤，以及对生命的敬畏。”观众在看完之后给出如此高的
评价，应该算得上对一台戏的编、导、演上最大的褒奖了，这
说明工作人员的付出和努力得到了观众的正面回应，尤其
是获得了与剧中人从事同一劳动的一类观众的赏识和理
解。反过来看，这也说明这台剧超越了一般表彰好人好事、
英雄楷模、丰功伟绩，以宣传为宗旨的戏剧模式，而是以艺
术精神重新思考，不回避问题和矛盾，更不回避艰难困苦，
在描摹生活表象专注于人物血肉塑造的同时，更加努力地
对英模人物的人文精神内涵进行挖掘，完成一次“去光环”
的创作。

此外，这个戏艺术上最大的成就就是成功塑造了“不惧
碾作尘，无意苦争春，以怒放的生命，向世界表达倔强”的教

师张桂梅形象。舞台上的“张桂梅”彰显了话剧独
有的气质，是独特的“这一个”。她在剧中不是空虚
而无内涵的概念，更不是标语口号的代言者，而是
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在实际行动
上，她是一个积极付诸行动的实干派；在情感世界
里，她又是一个把对党的誓言化为自己生活信条
的共产党员。编剧王宝社没有把她作为“神”来描
绘，从思想到行动都经过“美化”的英雄，而是把她
当作普通人看待，有愤怒、有痛苦、有委屈、有牢
骚。这么一位真实、动人、具有艺术魅力的形象，除
了技巧的运用外，剧作者投注在人物身上的发自
肺腑的深沉真挚的情感也是走向成功的最大保
障。情动于心才能拨人心弦，我们现如今的舞台上
有些英模形象缺少人味，看不到感人的内在力量，
究其缘由便是作者本人没有感同身受。契诃夫曾
说过：“首要的魅力，就是朴素和诚恳。”托尔斯泰
也认为，“艺术家的真挚程度，换言之，艺术家自己
体验所传达的感情时的深度如何”是决定艺术感
染力大小的三个条件之一。二者谈到的诚恳和真
挚其实不难理解，就是剧作者本人对所书写的人
物有没有真情实意，他所抒发的感情，有没有来自
自己被点燃的灵魂。王宝社的创作冲动早在2009
年就被激发了。多年来，他一直与桂梅大姐保持联
系，一有机会到云南就去看看大姐，和她聊聊心
事。王宝社在桂梅大姐身上看到了难能可贵的人
性闪光点，他把对桂梅大姐的钦佩、敬爱和思念融

汇成一股情感的暖流，倾注在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中。这是张
桂梅形象立得住的根本原因。

《桂梅老师》的二度创作也是独具一格的。它以深刻的
现实主义作为内核，以表现主义作为强化手段。导演充分发
挥戏剧艺术的假定性，在调度、形体、台词、表演等多方面运
用了表现主义的手法。比如，舞台时空会随着张桂梅思绪变
化进行变换。再如，宣讲队员既是剧情的讲述者、评论者、渲
染者和铺垫者，又可以根据剧情的发展成为随时跳进跳出
的人物，或农民、或干部、或老板……这些手法强化与诗化
了思想、情感和人物的艺术呈现。整台戏充满激情和热情，
构成了与时代氛围及全剧的精气神十分和谐的意韵。

我们经常说现在话剧缺少好剧本，其实精彩的表演同
样缺少。《桂梅老师》能获得观众的青睐除了文本的原因，还
得益于演出的优异。整台戏的演员非常齐整，富有朝气，个
个称职。尤其是李红梅所扮演的张桂梅形神兼备，十分可
信，其表演生动、自然，非常本色，她创造的张桂梅这个形象
既有深度又有力度，有着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

实践告诉我们，作品的优劣与否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
怎么写。英模人物题材的戏更是如此。一台状写优秀人民教
师的作品，通过精致的戏剧形式，变得好看、耐看，殊为不
易，但事在人为，云南省话的艺术家们咬定青山不放松，最
终以优异的表现向全国人民交了一张满意的答卷，向他们
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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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山的深处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贫困的女孩有上
大学的机会，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位平凡女老师不凡的梦
想。经过十几年的拼搏，她竟然将梦想变成了现实，建立了华坪女
子高级中学。在华坪女高，有这样一段誓词：“我生来就是高山而
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
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这段誓词出自张桂梅，
震撼人心，激励着女孩子们，走出大山，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十几
年来，近两千名女孩圆梦大学。这简直是奇迹！实现这一奇迹的张
桂梅老师先后获得了“时代楷模”“七一勋章”等荣誉称号。

云南省话剧院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题材，这不仅是云南的本
地题材，也是一个全国性的题材，更是时代的题材。

云南省话邀请国家一级编剧王宝社创作剧本。王宝社成功
避免了同类题材的同质化、概念化、标签化，他的创作中没有歌
颂、没有礼赞，而是独具巧思，将搜集到的400多个故事淬炼、提
升，把它变成艺术典型性的剧作。

话剧一开始，宣讲队员正在排练宣讲内容，当他们讲到“大
爱无疆”“用柔弱的双肩托起大山里女孩五彩斑斓的梦想”……
桂梅老师走出来斥责：这是我吗？这是孩子说的话吗？宣讲可以，
但是必须说人话，必须把我当人！编剧给张桂梅贴了标签，但不
是“最美女教师”，不是“大爱无疆”，而是“大魔头”“脾气大”“打
人”“穿破裤子的党代表”……他把桂梅老师还原为“普通人”。

该剧结构新颖。舞台呈现效仿古希腊戏剧中的歌队，用宣讲
队的宣讲，介绍张桂梅这一人物，在宣讲队成员的追寻与讨论
中，将这一人物层层剖析和展现，通过对大爱无疆的开掘、对心
中热土的开掘，准确地刻画了一位深刻、生动、真实、全面、质朴
的时代楷模。这不仅是对桂梅老师精神的开掘，也是对时代精神
的开掘。

该剧叙事方式独特。宣讲队整理宣讲素材，为达到宣讲的最
佳效果，他们一起探寻桂梅老师来时的路。宣讲队的成员有桂梅
老师的同事、学生、儿童之家的孤儿，同事中还有曾经是她学生
的，他们既是旁观者也是亲历者。从他们的回忆、讲述中，用戏中
戏的方式，重现了桂梅老师过往一件又一件感人事件。15岁的女

孩子被迫辍学嫁人；妻子被路人扯了下衣角就遭唾弃，夫妻因受
不了周围人的非议双双自杀；为一个生日蛋糕，妻子杀死丈夫，
孩子只得住进福利院……这些冲击着桂梅老师的神经，使她萌
生建立免费女高的念头。当我浅薄地认为她是为山里受轻视的
女孩找个出路时，她却说，比贫穷更可怕的是蒙昧。为建女高在
街头募捐受到屈辱时的她；不忍一天吃掉一个孩子一个月的生
活费，但会务组不退钱，无比气愤的她；不顾尴尬，拎着大提包收
拾会上花生糖果的她；轻描淡写地说要预支丧葬费的她……展
示出的执着、孤独、痛苦无不让人感动，更让人心疼。从她对丈夫
的回忆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曾经的桂梅老师那么活泼可爱、浪漫
幸福。她大声训斥因为打扫的卫生区域多一点就喊不公平的女
孩、粗暴地打落小女孩因为嘴馋要喝别人给的兑水酸奶、拼命把
每一个半途辍学的女孩“抢”回来。因为她深知让女孩读书不光
是从金钱上给她们免费，而是从观念上的彻底改变，把她们培养
成自尊、自爱、自立、自强、有独立人格的人。一个受过教育的女
性可以改变三代人，可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这种叙事方式很
高级，给人物留白，给观众想象空间，反向提高观众的审美水平。

全剧从“大爱无疆”开始，依然从“大爱无疆”结束，什么是大
爱无疆，这个问题贯穿始终，从开始的空洞到结尾的越来越清
晰——她不觉得来时的路苦，也不承认是她的大爱成就了走出
贫困的女孩。是无数人的奉献托举起了她的梦想，无数人的爱支
撑着她在来时的路上没有倒下。无数人的爱加起来才是大爱无
疆。微光成炬，才能照亮来时的路。有信仰就有前进的方向，有坚
持脚下就有路，心中有爱，眼前就有光。

张桂梅的感人之处并不在于她获得了多少荣誉，而在于她
面对一项项崇高的荣誉，无数的鲜花和镜头时，依然是一身素
装、淡淡微笑，依然每天扶着栏杆查看校园每一个角落，依然睡
在学生宿舍的下铺，依然举着喇叭为参加高考的学生们加油助
威……她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发言，第一句话是：“我是一名
普通的人民教师”。《桂梅老师》亦然，没有高词大调，通过点滴叙
述，带大家认识了一位普通的乡村女教师，这样的真情流露，比
任何呐喊都更震撼人心。

我是一道微光我是一道微光，，却想给你最灿烂的光芒却想给你最灿烂的光芒
□□许许 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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